
万菱项目现场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结果袁山东省
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参与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获立项遥

由山东大学牵头尧 山东局研究院参与的 野海底
隧道含水构造激发极化超前探测全时域成像与涌水
量动态预测理论冶袁 拟基于激发极化场与水文渗流场
耦合反演渗透性并动态预测涌水量袁 有望解决海底
隧道含水构造超前探测三维成像及涌水量准确预测
难题袁 为海底隧道安全高效掘进提供科学有效的理
论指导和技术支撑遥
由山东科技大学牵头尧山东局研究院参与的野泥

炭与泥炭沼泽的持续性和间歇性比较沉积学演化机
制冶袁拟研究古尧现代泥炭聚集的物源系统特点及差异
性机制袁古尧现代泥炭沼泽破坏机制袁以及古尧现代泥
炭堆积的阶段持续性与间歇性尧植物生长演化及泥炭
堆积重大事件与泥炭沼泽重建控制机制等重要科学
问题遥

近年来袁山东局研究院高度重视并深入实施科技
发展战略袁以科技平台建设引领科技创新袁不断攻占
新的科技制高点遥截至目前袁该院已建成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煤田地球物理重点实验室尧山东省煤炭资源数
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0 多个科研创新平台袁成
功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和工程项目遥此次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成功立项袁体现了研究院在主责主业和新
兴产业方面取得的进步袁有利于提升该院在煤田地质
和城市地质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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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7日袁 陕西省脱贫
攻坚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西
安举行遥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驻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鲁马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尧 第一书记周霄被授予
野2020年陕西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冶遥

2014 年 6 月袁 按照省委组织部和
省扶贫办安排袁 陕煤地质集团开始帮
扶鲁马村遥 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袁 党委书记尧 总经理谢辉多次深入
扶贫村调研袁 共商扶贫策略方式遥 在
近几年的帮扶中袁 集团从解决民生最
根本的基础问题入手袁 持续不断帮助
鲁马村发展产业遥 从实施打小土井解
决果园灌溉难问题袁 到进行科学勘查
施工水源井袁 解决鲁马村人畜用水问
题曰 从为鲁马村小学捐赠图书尧 建立
爱心图书室尧 开展益智扶贫袁 到投资
建立党员活动室袁 充分发挥党建作用袁
引领脱贫攻坚工作曰 从中蜂养殖项目袁
到建立扶贫产业中心 渊蜂蜜加工厂冤

产业扶贫袁 一步一个脚印袁 立足实际袁
使鲁马村这个扶风县第二大省级贫困村
于 2019年完成脱贫摘帽工作遥

周霄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尧 第一书
记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袁 坚持目标标准袁 贯彻精准方略遥
面对鲁马村 316 户贫困户尧 1150 名贫
困群众袁 他带领工作队全身心地投入到
扶贫工作中袁 2019 年扎实开展 野三排
查三清零冶 野对标补短冶 脱贫攻坚工
作袁 强化责任落实尧 政策落实和工作落
实袁 想贫困群众所想尧 急贫困群众所
急袁 积极落实各项脱贫政策袁 奋力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遥

周霄表示袁 将继续发扬示范引领作
用袁锐意进取尧连续作战尧埋头苦干袁为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再立新功遥

拓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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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地质集团周霄
被授予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拱北莲花万景城袁曾装载着许多珠海人的回
忆袁 这里是珠海最早的卡丁车地下商场袁 但自
1998年便处于烂尾状态遥 如今袁 这里被拆除重
建袁规划为高端综合体要要要万菱环球中心袁建成
后将成为珠海市新的地标性建筑遥

万菱项目是珠海市拆除难度最大尧涉及工艺
最复杂尧拆除工况最特殊尧交叉施工影响最大的
改造项目袁 上一家施工单位在完成地下连续墙
后袁因无法完成工程桩尧旧基坑拆除施工任务而
放弃遥而目前正在挑战这个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冶
的施工单位正是中煤江南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渊广东煤炭地质局冤遥

历时 12个月反复投标尧 述标尧 答疑袁 形成
具有竞争性尧 高水准的技术方案袁 运用 9种施
工工艺处理旧管桩尧旧基础袁仅用 2个月就完成
甲方认为起码需要 7耀8个月的地下室拆除工作
量噎噎中煤江南通过技术革新袁不断攻克各项施
工难点袁正将种种野不可能冶变为野可能冶遥

万菱项目仅是中煤江南近年来务实经营的
一个缩影遥弈棋落子袁首重布局遥 当前袁中煤江南
多元化发展平稳起步袁产业布局初具雏形尧蓄势
待发遥

聚焦主业 开拓市场

作为野中国基础施工企业 10强冶袁中煤江南
在地基与基础行业是当仁不让的领头羊和排头
兵遥 在中煤江南的几大产业板块中袁地下工程业
务也牢牢占据着 C位遥

近年来袁中煤江南在主导产业上优化市场布

局袁全方位构建营销网络遥
立足省内袁 中煤江南

2019 年重点组建成立的
深圳分公司袁 成立以来累
计承接项目 3.65亿元袁其
中龙光地产深圳 T102-
0346 宗地项目合同价
1.73亿元尧 深圳南山汉唐
街项目合同价 8295万元曰
2020年袁珠海分公司累计
承接项目 6.82亿元袁其中
珠海万菱项目造价 1.9亿
元曰花都分公司 2020年累
计承接项目 7.34亿元袁其

中云浮天巢广场基坑支护项目造价 2.5亿元尧广
东南方东海钢铁有限公司热轧项目之灌注桩工
程合同价 2.21亿元曰开发区分公司 2020年累计

承接项目 6.23亿元袁 其中广州白鹅潭项目造价
1.41亿元尧广州旭辉横沥岛兴胜家园项目合同价
1.14亿元尧葛洲坝地产南沙 2019NJY-15地块项
目合同价 1.02亿元遥

辐射省外袁去年年底成立的浙江分公司已承
接项目 1.3亿元袁身处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湖
北分公司今年上半年承接项目超亿元袁西南市场
开发也取得突破遥

集团公司 220个在建项目分布在全国 20多
个省尧市尧自治区袁可谓多点开花尧亮点纷呈遥中煤
江南正向着做地基与基础行业顶梁柱和压舱石
的目标稳步迈进遥

高端营销 融入地方

曾经袁在广州市白云区委领导眼中袁广东局
嘉禾基地大院有些野神秘冶袁省里有关部门也经常
将广东煤炭地质局和广东省地质局相混淆遥

现在袁这种局面已然改观袁中煤江南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立后袁主动向广东省分管相关业务领
导汇报近年来的工作袁与省自然资源厅尧省人社
厅尧省科技厅尧省地质局尧省核工业局等职能部门
开展紧密的沟通交流遥在土地开发尧社保统筹尧属
地化管理等重大事项上袁集团公司也得到了地方
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遥

目前袁上到省委省政府尧下到县委县政府袁中
煤江南都开展了层层业务对接袁搭建起政企交流
平台袁实现人员互通尧信息互通尧技术互通尧业务
互通袁分层分级参与广东省野双区冶建设尧野一核一
带一区冶战略布局和生态文明建设遥

打破孤岛袁畅通渠道遥 中煤江南党委越发重
视与地方的融合发展袁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忠
实履行央企责任遥 加强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联
系袁积极接受地方党组织协同指导遥 集团公司党
委参加广东省委党代会尧省两会袁行使央企参政

议政权利曰第一时间通过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文
件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袁为集
团公司开展好各项工作赢得了先机遥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中煤江南积极践行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野三个地球冶建设战略愿景袁把
守护广东的碧水蓝天作为己任袁致力于打造美丽
广东遥

今年 3月袁中煤江南召开了地质生态产业发
展座谈会袁对全年地质生态产业谋篇布局遥

为真正将生态与环境工程板块业务做起来袁
上半年袁广东中煤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始独
立运营袁 主要开展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尧污
染物场地修复尧农田土壤修复与改良尧黑臭水体
底泥修复等业务遥目前正在跟踪南沙鱼窝头水资
源配置项目尧连山市红色小镇建设项目尧英德农

村污水处理工程等多个项目袁对接中煤紫光湖北
环保公司袁开拓农村污水整治相关业务遥

中煤江南牵头成立了大湾区矿山生态修复
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工作组袁参加广东省地质灾
害防治三年行动协调联系会议袁参与地质灾害防
治检查和叶广东省采煤沉陷区界定标准曳的制定袁
承担三水市盐矿尧四会县石膏矿尧英德市砂石矿
等省内矿山修复项目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12个袁
在各县市开展地灾项目 20余个遥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科技供给遥 野广东
省地下空间绿色施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冶作为中
煤江南的产学研结合平台袁近几年围绕绿色施工
技术展开了数十项研究袁泥浆零排放处理系统便
是其中一项代表性成果遥

研发团队进行了泥浆调制与循环利用系统尧
脱水技术等研究袁有效降低了泥浆排放遥 为根除
泥浆外排的顽症袁 研究中心与广东绿建公司合

作袁 运用其脱水处理技术
并不断优化袁 使处理后的
泥浆直接被分离成黏土块
和清水袁 水质达到二级排
放标准袁可以重复利用遥

目前袁 泥浆零排放处
理系统已在集团公司多个
项目中广泛应用袁 为工程
泥浆无害化尧 原地化处理
奠定了基础袁 吸引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袁并获得了野一
种基坑水循环利用系统冶
实用新型专利遥

未来袁 研究中心拟在
工地雨水尧 污水处理后排
放袁处理后的水质升级袁分
离出的黏土应用等多个领

域展开研究袁 并形成工程泥浆零排放技术规程袁
引领工程绿色技术快速发展袁为实现天蓝水碧作
出应有贡献遥

能源安全 筑牢基石

作为央企袁中煤江南始终将服务国家能源矿
产战略和为国家寻找矿产资源尧 新兴能源放在
野头版头条冶袁承担起为国家筑牢能源安全基石的
责任遥

身为中煤江南地质勘查产业的龙头袁广东局
勘查院近年来在新能源勘探开发领域斩获颇多遥
2015年与中海油合作袁承担了临兴-神府致密砂
岩气钻井任务遥

该项目为非常规油气资源渊煤层气尧致密气尧
页岩气冤勘探项目袁总面积约 2998平方千米袁跨
陕西尧山西两省四县袁至 2020 年产量预计达 13
亿立方米袁区块总体布设工作量大袁项目开发延
续性较好遥勘查院 2020年至目前已完成钻井 30
口袁进尺超 72000米袁全年预计完成钻井 40口袁
合同额预计超 1.8亿元遥

今年上半年袁 中煤江南在清洁能源勘查领
域承接项目达到 2亿元袁同比增长 50%遥

大潮既起袁势如破竹遥 放眼整个中煤江南袁
令人振奋的新格局新气象正在形成袁 高质量发
展态势向深向好遥纵横自有凌云笔袁中煤江南正
在用务实奋进之笔写下腾飞的新篇遥

行动决定价值
要要要中煤江南务实经营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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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刘院长袁 您看袁 这是噎噎冶 眼前这个
伏案签字的人是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
院副院长刘军省袁 他终于赶在国庆节前 野跋
涉冶 回来袁 一大堆事情正等着
他处理遥 就在不久前袁 他获得
了第二十四届北京优秀青年工
程师称号遥

野这不马上过节了袁 今年都
没回过家袁 这次想趁着过节回
去看看老人遥冶 刘军省眼里透着
疲惫又带着温柔袁 野赶上了疫
情袁 没办法袁 今年没剩几个月
了袁 得加把劲把因为疫情耽搁
的找补回来遥冶 说完又开始忙碌
起来袁 办公室等待他签字的人
也越来越多遥

努力的 野急先锋冶
200 6 年 袁 刘军省大学毕

业袁 离开学校的 野温床冶 来到
了地研院遥 他想要在自己的能
力范围内干点儿什么袁 野一线冶
野基层冶 野野外冶 这些词常常活
跃于他的脑海遥 反正年轻袁 能
多干就多干吧浴 他默默地告诉
自己遥 他深知自己的专业要要要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勘查技术与
工程专业袁 早就与野外紧紧连
在一起了遥 这一 野出冶 就是十
年袁 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也在
十年磨一剑的野外工作中渐渐
崭露头角遥

新疆是个让很多地质人又
爱又恨的地方遥 他们一面爱着
她的富饶袁 一面恨着她的恶劣袁
刘军省也是这地质大军的一员遥

2014年袁 在新疆尉犁县兴
地地区矿产地质调查项目的野
外路线调查中袁 所要调查的矿
点隐藏在 15 公里外的大山中袁
道路险峻只能徒步过去遥 凌晨
6 点 渊相当于当地时间 4 点冤袁
项目组收拾好行装袁 来不及欣
赏朝阳就出发了遥 由于路线沿
途地势高差较大袁 地形险峻袁
他们练就了徒手攀岩尧 穿越荆
棘的 野真功夫冶遥 刚开始的 10
公里山路布满尖利的小石子袁
刘军省和 3名队员的脚底全被
磨出了血泡袁 但为了找到矿点他们不得不
野忍住冶袁 他一直在路上鼓励大家袁 野马上到
了袁 马上到了冶遥 10公里走完了袁 剩下的 5

公里路途需要翻越一座较高的山梁遥 刘军省
和其他人一样筋疲力尽袁 但他始终保持头脑
清醒袁 根据经验让所有人排成 野一冶 字队

形袁 一个扶着一个慢慢前行遥
经过 7 个小时的跋涉袁 下午 1
点袁 他们终于抵达矿点遥 时间
有限袁 他们需要马不停蹄开展
地质工作袁 然后立即返程遥 但
返程的路似乎更加漫长袁 一路
上他不断鼓励着队员袁 一个向
前的身影尧 一个坚定的眼神都
是坚持走下去的理由遥 终于袁
他们走出了大山袁 看到了那轮
绚丽的明月遥 道路的崎岖险
阻袁 山峰的险峻陡峭袁 灌木丛
的荆棘密布袁 都被他们一一战
胜遥

事后曾有人问刘军省是什
么支撑着他带领队员走出大
山袁 完成项目点调查的袁 他
说院 野就靠两个字袁 责任浴冶

当然袁 一马当先的冲锋袁
有时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是一
种挑战遥 2015年实施的新疆克
拉克斯赛依矿调项目袁 山路崎
岖袁 道路狭窄袁 车辆无法到达
宿营地袁 马匹就成了主要的交
通工具遥 骑马乍一听是件令人
兴奋的事情袁 可是每日上山下
山的路远比旅游路线危险得
多遥 年轻队员们不熟悉马性袁
就连上马都要重复数次遥 穿梭
于山谷密林中袁 马匹的恐惧成
了最大的问题袁 越是恐惧袁 马
儿就越不听话袁 大家只得紧绷
手中的缰绳遥 有一次下山的时
候袁 需要骑马过河袁 河水湍急
浑浊袁 水况不明袁 刘军省依旧
选择做 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冶遥
当马行进到河水中段时袁 一脚
踩空袁 河水瞬间没过马背袁 所
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遥 马
顺着水势发生倾斜袁 此时他已
半身湿透袁 稍有不慎袁 很可能
连人带马被奔腾的河水吞没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 马儿出于
自保的本能瞬间兴奋起来袁 在
河水里猛地向前一冲就到了河
边袁 化险为夷遥 此时的刘军省

筋疲力尽袁 牢牢抓住马鞍的双手袁 迟迟无法
松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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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0月 10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遥
习近平指出袁年轻干部要提高改革攻坚能力遥面向未来袁我们要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袁尤

其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尧推动高质量发展尧构建新发展格局袁继续走在时代前列袁仍然要以全面深化改
革添动力尧求突破遥改革必须有勇气和决心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遥要把干事热情和科学
精神结合起来袁使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符合客观规律尧符合工作需要尧符合群众利益遥改革攻坚要有
正确方法袁坚持创新思维袁跟着问题走尧奔着问题去袁准确识变尧科学应变尧主动求变袁在把握规律的基
础上实现变革创新遥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袁从生动鲜活的
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遥要注重增强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袁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尧相互促进尧相
得益彰遥

习近平强调袁年轻干部要提高应急处突能力遥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袁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
战略主动的关键遥要增强风险意识袁下好先手棋尧打好主动仗袁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遥要
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袁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袁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袁
要做到心中有数尧分类施策尧精准拆弹袁有效掌控局势尧化解危机遥要紧密结合应对风险实践袁查找工
作和体制机制上的漏洞袁及时予以完善遥

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到木里项目现场督导调研
本报讯 10 月 18 日袁 青海省副省长刘涛一

行袁 到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实施的青海省天峻县木
里地区聚乎更及哆嗦贡玛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现场督导调研遥 总局副局长尧 党委委员袁 总
局木里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指挥长尧 党
工委书记王海宁陪同调研遥 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
王述友曰总局首席专家组组长尧木里指挥部副指挥
长尧党工委委员王佟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局长尧木里
指挥部副指挥长尧党工委委员张强骅一同参加遥

在先后深入木里矿区聚乎更 5 号井尧 8 号
井尧 哆嗦贡玛矿区综合整治施工现场袁 实地察看
综合整治工作情况袁 现场听取总局木里指挥部的
工作汇报后袁 刘涛指出袁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袁 各
地各部门各相关治理企业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袁 团结协作袁 合力攻坚袁 木里矿区以及祁
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遥 他强调袁 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袁 深入落实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袁 咬定目标不放松袁 持之以恒推动木里矿
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各
项任务曰 牢固树立 野生命至上尧 安全第一冶 的理
念袁 采取更加科学规范的举措袁 为冬季施工提供
强力保障曰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要牵头督
促各施工企业提前谋划安排务工人员工资保障和
发放事宜袁 坚决防止发生拖欠问题曰 尊重事实尧
尊重科学尧 尊重规律袁 细致研究袁 充分论证袁 统
筹做好渣山整形尧 采坑治理尧 种草复绿尧 湿地恢
复等综合整治工作曰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袁 确保施
工质量袁 加快推进整治工作袁 为明年实施综合整
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遥

王海宁在代表总局木里指挥部作表态发言时
表示袁 总局木里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将紧盯目
标袁 再接再厉袁 在前期内部预验收基础上袁 针对
专家提出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整改落实袁 一级抓

一级袁 层层压实责任袁 全力以赴保障冬季施工质
量和施工安全袁 高效高质量推进整治任务袁 确保
年底前全面完成治理任务袁 为明年种草复绿工作
打下良好基础袁 交上一份合格的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答卷遥

调研结束后袁 王海宁迅速组织召开了落实刘
涛副省长督导调研精神座谈会暨工作部署会袁对
各项目部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袁 并提出了
明确指导要求遥

此前袁王海宁还拜见了海西州委副书记尧州长
孟海袁 双方就青海木里矿区采坑尧 渣山一体化治
理袁以及在资源勘查尧页岩气煤层气等清洁能源勘
查开发尧生态环境修复尧农业地质尧地理信息等方
面的合作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青海省相关厅局尧海西州政府等负责同志曰总
局相关单位尧 部门负责同志及总局木里指挥部有
关人员参加了上述相关活动遥 本报记者


